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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
「派糖」
有針對性 民記工聯促
「加甜」
審－慎－研－究

文森）

住屋難一直是市民最關注的
議題。不少市民及立法會議員
均質疑最新一份預算案為何不
為公屋租戶免租、不考慮推出
租金津貼與租金管制及推出租
金扣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日回應指出，公屋住戶已有其
他扶助，租金津貼恐推高租金，政
府正研究租金扣稅，但要調整電腦
系統，今年難以實施。
陳茂波昨日早上出席電台節目
時，有市民致電指責預算案偏幫中
產，認為應該公屋免租，並提出租
金扣稅優惠，支援捱貴租基層。陳
茂波回應表示，政府有研究推出租
金扣稅的措施，惟由於要考慮執行
細節，稅務局電腦系統亦要調整，
故今年內較難實行。

新 財 政 預 算 案 「 派 糖 」 524 億
元，當中 19 億元用於為清貧基
層派發特別津貼及增加長者醫療
券，433 億元主要是退稅及寬免
差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先
後出席電台節目及立法會財委
會特別會議時，被市民及一眾議
員批評預算案是「還富於富」，
有錢人盡享優惠、坐收數萬元，
逾百萬低收入打工仔卻「毫無得
益」，不如全民派錢 7,000 元更
加公平。陳茂波解釋指，政府採
取針對性紓緩民困政策，低收
入 基層有許多其他恒常扶助政
策。

陳茂波於電台節目及立法會上均否
認財政預算案是「重中產薄基

「出三糧」被批鼓勵申綜援
聽眾張先生表示，自己從事保安業，
已接近 60 歲，女兒今年完成中六，已
無法受惠 DSE 免考試費，自己多年來
努力不申請綜援，但現時綜援「出三
糧」。他反問道：「是否鼓吹香港人個
個攞綜援？」他頗激動地說：「即使不
派6,000元，全民派500元都好啦！」
聽眾蘇先生說：「知道沒錢派感到很
氣憤，多數市民都是叫你派錢，但到頭
來結果出來，你『反其道而行』，是否
愚弄市民呢？」
在立法會上，有議員指預算案令立
法會議員人人享有 3 萬元退稅，財政
司司長也享有 3 萬元退稅，一些大財
團寬免的差餉近億元，但逾百萬低收
入基層卻「斗零都無」，「這算什麼
與民共享？」批評這份預算案很不
智，將導致政府「民望插水」。

李慧琼嘆未人人受惠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贊成預算案投資未
來、幫助中產，但並未平衡各階層利
益，認為可以做得更多。
她指很多低收入打工仔未能分享香港
經濟成果，「他們辛勞終日，不拿政府
綜援，反而被忽視。一些 60 歲退休人
士，要『食老本』捱 5 年才能享有政府
津貼，政府有無想過如何幫助他們？」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亦批評預算案不公
平，認為財政盈餘應全民共享，現時基
層、中小微企和 60 歲至 64 歲長者卻未
能得益。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批評預算案未能全
民分享，所有市民都是香港這大公司的
「股東」，公司賺大錢理應人人「分
紅」，現時逾百萬低收入夾心階層卻完
全被忽視，拒絕全民派錢並不公平。
民建聯議員劉國勳表示，基層對財算
案很失望，雖然他們也關心投資未來，
但現在他們的生活水深火熱，庫房大水
浸，政府卻棄他們於不顧，失去市民信
任，將來再好的政策也難以推行。

澄清海園送飛無關注資
有議員則質疑海洋公園送中、小學
生一萬張門票，是否政府注資 3.1 億元
的「回報」。陳茂波反駁指，該些門
票是「海洋公園自己出於他們好意給
予學生」，與撥款完全是兩回事，海
洋公園是香港公營的主題公園，3.1 億
元撥款是要提升其服務。
海洋公園昨日發聲明指出，會好好
善用政府提供的 3.1 億元撥款發展兩項
新旅遊項目，包括教育旅遊項目及推
出具本地特色的全新立體投射水上光
影表演。至於向中、小學生派發一萬
張入場門票，公園計劃以學校為單位
進行，例如舉辦與自然保育有關的活
動或社區服務的學校，有關詳情將另
行公佈。

■陳茂波昨日在添馬政府總部出席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及新城電台的聯合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回應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提問。

有人揚言玩寸試場搗亂 DSE
財政預算
案中提出多
項教育惠民
措施，包括 2019 年中學文憑試免
考試費，自修生也能受惠。大批
網民聽見可以「免費」考試隨即
起哄，紛紛聲言要「組團」應
考，甚至表明會「玩嘢」搗亂考
試，引起部分考生恐慌，擔心升
學美夢就此毀於一旦，「跪求」
大眾「高抬貴手」放過考生，引
發激烈討論。
針對 2019 年中學文憑試免考試
費的安排，政府消息人士前日指
出，有關措施不限年齡，不論自
修生或學生考生均可受惠，即引
來大批網民表示有意報考。
有自稱大學生的網民稱要「考
番（返）靚個成績」，更聲言要
憑着大學生的知識實力「成績壓
制」一班應屆文憑試考生。有部
分網民則抱着「免費無蝕底」心
態，有人稱「坐吓當參觀都
好」，有人更笑稱「當免費去涼
吓冷氣」。
還有一批存心「玩嘢」網民，
連日在網上討論區留下不少惡意
「戲言」。有人建議要到考場
「不斷加紙」，務求畀壓力隔籬
位，以收「擾敵」之效；有人則
謂要在口試討論環節「亂噏廿
四，實行攬炒」；有網民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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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考生大增 研安排應對

層」，他指如何劃分該 433 億元來計算
基層得益並不科學，「政府一直有恒常
措施支援基層，亦邀請『關愛基金』向
『N 無人士』提供紓緩措施，並向有需
要學生提供津貼。」他指由於中產的生
活壓力相當大，因此在有較多盈餘下推
出退稅等措施。
他強調「與民共用」的政策要有針對
性，社會和立法會內對是否全民派錢相
當分歧，他在顧及社會整體利益下，才
決定不全民派錢。

租津恐只益業主 正研扣稅助夾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在聆聽考試中「大大聲講個答案
比（畀）前面聽個（嗰）位
聽」，一句總結這群網民心態就
是：「無成本，點解唔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森）
就今年財政預算案建議免收 2019 年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費，有網民揚言既然不需
成本，呼籲「組團」報考，甚至聲稱要
去試場搞事，有考生擔心成績會被拖累
又或影響了 5**學生的比率。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表示，安排是為家長減輕負
擔，也是給年輕人多點機會，但會研究
若考試人數大幅增加可能引致的問題。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則呼籲大眾不要貪一
時之興應試，這既不應該、也是不值
得。
對免考試費安排或吸引非學生應考，
引發不少學生及家長憂慮擔心成績受影
響，甚至寧願沒有資助安排。陳茂波昨
日先後於電台節目及立法會回應指，有
關情況難以排除，但認為僅是極端個
案，相信方案可鼓勵市民多讀書，但亦
會研究若考試人數大幅增加可能引致的
問題。

「組團」應考干擾真考生
有網民則對這些論調大潑冷
水，笑言這些「鍵盤戰士」根本
會說不會做。有網民則認真留
言，指文憑試是採用水平參照成
績匯報，考生所得的成績不會受
其他考生的表現影響，亦有說法
指自修生跟應屆生係「排緊兩條
隊」，兩者成績並不相干。
惟有應屆考生指出，即使成績
不受影響，但假如在考場內遇上
滋事分子，多少難免影響考試表
現。
有 網 民 就 在 fb 專 頁 「 名 校
Secrets」 發 文 提 出 多 項 假 設 ，
「例如口試咁，如果我係（喺）
中文口試講英文，或者壟斷發言
好長嘅時間……但係你個成績已
經比（俾）我拉到唔合格」、
「又或者我入去考聆聽嘅時候係
咁咳」 等。
簡言之，若有人存心搞事，手
法可以層出不窮，有網民遂苦口
婆心奉勸大眾應「做人立品」，
好好三思「做埋 D（啲）損人不
利己既（嘅）嘢有咩意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有網民道
出「惡搞」
心態：「無
成本，點解
唔玩？」
網上截圖

楊潤雄：不應貪得意報考
楊潤雄昨亦表示，知悉這兩天在網上有人討論
上述安排會否吸引很多人試考，呼籲提出考試者
應顧及有什麼影響，「很多同學在過去數年，付
出了很多努力準備考試，如果因為有人貪一時之
興參加考試而令同學受影響，這是不應該的，也
是不值得的。」
他又解釋指，文憑試 1 級至 5 級成績均是「水
平標準」評核，會根據同學考試表現決定屬哪一
級，與有多少人參加或其他考生能力及成績沒直
接關係；只是達到 5 級以上的 5*及 5**，才會有
「拉 curve（某一百分比）」的做法，但「如果
其餘的人只是抱着玩玩吓的心態，亦不是全心、
花了很多時間努力準備的考生，我相信他們能考
到那麼好成績的機會不大，所以我不相信這是很
大的問題」。
楊潤雄又指，當局仍在考慮考試安排細節，會
密切留意最近的討論，落實方案時會一併考慮坊
間的意見。

免差餉紓中產壓力

聽眾何先生批評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未有顧及收入較低的夾心階層，
全年免差餉更間接鼓勵炒高樓價，
建議政府訂立租務管制政策。陳茂
波回應指出，在諮詢期間，不少市
民表示，每年的差餉估值都有所上
升，對買樓自住的人士構成好大壓
力，免差餉安排對很多中產是助
力，雖然做法未必十全十美，但整
體上是較合適的安排，強調政府政
策絕對無意傾向地產商。
至於租金扣稅額有多少？陳茂波
指現階段不宜披露詳情。對於租金
管制的建議，陳茂波表示，參考香
港及海外經驗，租管對物業市場的
影響未必好，故已決定不會推行。
他續說，公屋不能視作單一群組，因為很
多長者及領取綜援人士均居於公屋，這次均
涵蓋在受惠方案內。他認為，公屋本身已經
是相當大的社會福利補貼，故認為應該集中
資源推出針對性措施，而非一刀切減租。
昨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指出，公屋住戶大多數並非長者與領
取綜援的市民，而是辛勞工作的基層，政府
有必要向他們提供支援。經民聯議員梁美芬
提出，一些年輕夫婦家庭月入僅約三四萬
元，要支付 1.5 萬元以上租金居於僅三四百
呎的狹小單位，希望政府能否為該些夾心階
層提供租金津貼，協助買不起樓又有子女的
家庭。
陳茂波回應指出，現時私樓空置率低，推
出租金津貼只會轉化成加租，令業主得益，
且令無資格得到租金津貼的人士，在租金水
漲船高的情況下亦受影響，因此不可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李慧琼贊成預算案投資未來、幫助中
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陸頌雄認
為夾心階層
被忽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零售業重拾升軌 抓網購電付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零售
管理協會主席鄭偉雄昨日表示，零售業於
去年正式走出谷底，更在下半年重拾升
軌，就連以往最慘淡的電器業都錄得上
升，料今年全年零售銷售額按年升 3%至
4%。他續說，奢侈品消費生態已經改變，
「以前消費者買奢侈品是跟風、送禮，但
現時千禧年代的消費群則追求個人化或設
計師理念等」，認為業界面對不但來自營
運成本上升的壓力，亦要緊貼網購及電子
支付大勢作出調整，方能抓住機遇。
協會昨日舉行新春傳媒聚餐，鄭偉雄指
出，去年下半年零售業重拾升軌，化妝
品、鐘錶珠寶升幅不錯；長期錄得跌幅的
電器範疇受惠於早前氣溫急降亦止跌回
升，令去年零售銷售額按年升 2.2%，相信

與樓市及股市暢旺、人民幣升值有關。

料高鐵大橋影響正面
他指剛過去的農曆新年旅遊業數字不
錯，相信亦為零售業帶來正面影響，料今
年 1 月份及 2 月份合計的銷售數字會錄得高
單位數字升幅。
他續說，現時經濟氣氛不錯，股市樓市
反應正面，加上人民幣升值會再刺激內地
旅客來港消費意慾，且高鐵及港珠澳大橋
陸續在今年落成，相信會吸引更多旅客來
港，對零售業有正面影響。
不過，他不敢過於樂觀，因聽到會員公
司反映，有商場打算加租，更是一個高單
位數字的升幅；同時為員工加薪及準備未
來發展也令行業有一定壓力及挑戰。

世界在變，消費者消費模式也在轉變。
鄭偉雄表示，奢侈品市場於 2016 年第四季
開始復甦，但消費模式轉變，今日的消費
者喜愛個人化而非只追求大品牌，傳統大
品牌要改變宣傳模式吸引他們。

倡做好線上線下服務
他續說，網購對傳統中價衣服鞋履品牌
的衝擊較大，建議要做好線上線下服務，
「香港地方細，如果消費者早上在網站買
到衫，晚上便到手，是很好的消費體
驗。」
被問到深圳 GDP 於去年首次超越香港，
零售業會否轉移發展重心時， 鄭偉雄認為
不必過分擔憂，因兩者定位不同亦能互
補，「深圳是創科，香港是服務業」，最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昨日舉行新春傳媒聚
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重要的是香港要保持競爭力，認為政府有
不少政策支持，如金管局將推出電子支付
系統等，寄語港人不要看輕自己。

